
我的!文学灯塔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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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每个爱书人亲近文学的路上!也许都

曾出现那么一位或几位作家! 有的用作品

"击中#了你的内心!有的用人格魅力震撼了

你$ 在迷茫%彷徨时!他&她'的文字是你心中

指引方向的灯塔!也为你提供了继续前行的

力量$ 你的"文学灯塔(是谁)

隽秀
我喜欢朱自清!每当体味他真挚的情

感和质朴的语言时!我都能感受到他淡泊
平和的心境" 他用自己清幽的笔触创造了
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" #荷塘月色$中静谧
的月下荷塘所蕴含的那种安宁%淡泊的境
界让人向往" 我领悟到虽然身处世俗!但
保持一份坦然的心境不意味着与社会脱
节!反而是一种超脱"

朱自清的散文有这样的好处! 每当世
俗想要裹住我时! 想想朱自清先生笔下的
风景和人情的清静和美好! 我的心中一片
澄明!有了抵御诱惑的勇气"朱自清先生就
是我生命中的灯塔" 让我不被世俗的洪流
冲走! 跟随灯塔的指引听从内心的声音上
路"阅读不应只有消遣性的文学!更要有启
发性的文学!让心灵得到洗涤"由于潜移默
化的作用! 如今的我更爱读那些不庸俗不
世故的文章!多半清新中带着朴实"

唐经欧
在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!

我的文学灯塔是太史公司马迁及其代表
作&史记 $!它开启了我的求学之道 !受益
终身!年既老而不衰'

&史记$是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!也是
第一部宏篇巨制的传记文学名著" 其时 间
之长!涵盖面之广!切入度之深!可读性之
强!都是其他同类书籍难以比拟和抗衡的"

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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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多字" 记载了

从黄帝轩辕到汉武帝刘彻长达
"###

多年
的历史" 它不仅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天文
地理!水利经济!文化艺术!帝王将相(而且
记录了官吏名士!市井人物!栩栩如生!跃
然纸上)故鲁迅称之为*+史家之绝唱!无韵
之离骚" ,文如其人!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也
是光照千秋!永垂不朽的)

孙建清
那是上世纪末!我买了一本文汇出版

社出版的
!&&'

年 &笔会文粹-掌上烟云$!

里面有一篇军旅作家贺捷生写的散文 &深
秋$!内容是回忆父亲贺龙元帅的"语言是那
样精练!感情是那样真挚!真的把我打动了"

记得当时我就读了几遍!每读一遍!心情都
久久不能平静!也许这就是直抵心扉吧" 于
是我当即写了一篇短文&最美散文是深秋$!

发在&人民公安报$副刊上" 也就是从那时
起! 我决定也写一点这样情真意切的散文"

十几年过去了!虽然我没有写出像&深秋$这
样美好的散文!但是我会细细揣摩&深秋$那
种朴实的文风.细腻的笔触" 直到今天!我仍
偶尔会拿出那本&掌上烟云$!翻出散文&深
秋$认真阅读!深感获益匪浅"

下期我们将继续就该话题进行讨论!

欢迎您给本报来函发邮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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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也可在我报官方微信参

与发言!聊聊您的看法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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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诗人的

写作往往困

扰于如何超

越年龄!他们

执迷于写能

抹去年龄痕

迹的诗" 大诗人的写作!一个重

要的标志就是!能够领略并享受

诗人的年龄为经验带来的真实"

!诗意化"剧名的无诗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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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峰

一部好的影视剧! 或者文学作品!是
通过影视剧名和著作名就能看出来的!既
有文化 !也有内涵 !而且更有故事 !诸如
&四郎探母$&霸王别姬$&贵妃醉酒$ 等剧
名!既具文人浪漫主义气息与古典文化素
养!也没有玩概念!还有&红楼梦$&三国演
义$&西游记$&水浒传$这样的书名!让人
一读上去就美不胜收"

可如今!一些电视剧玩概念!能用简
单一两个字! 或者四个字说明白的剧名!

却要来一句诗!让人云里雾里!一头雾水"

/人间至味是清欢!春风十里不如你"

秦时丽人明月心!那年花开月正圆",这是
一首七言诗0哈哈!不是的)这首看似清丽
的/诗,!其实是用最近四部热播剧剧名连
缀而成的) 近期!电视剧圈出现了一个怪
现象 *起名成了 /诗词大会 ,!没个 /七言
诗,的剧名!好像就难称为热播剧)

而相比已经播出的电视剧! 好几部待
播的电视剧也有同样的取名套路*

!&*&

年
前的年代戏有 &海棠经雨胭脂透$&人生若
如初相见$&十里洋场拾年花$!古装言情剧
有 &花谢花飞花满天$&花落宫廷错流年$!

还有神话剧&香蜜沉沉烬如霜$以及现代爱
情剧&十年一品温如言$等) 以上电视剧的
类型涵盖古今!但单看剧名!真分辨不出是

古装剧还是现代剧!是爱情剧还是武侠剧)

事实上!一部好的影视剧!用一定的
诗句来起名!不是不可以!既让人看到美
丽的诗句!也能看到好的题材!或者好的
内容!这样的诗句!既有诗意!也有故事!

从诗中就能看到/远方,)

可是!如今不少电视剧虽然用了诗句!

却无诗意!也无故事!这些诗句把人似乎带
入到了一种虚幻的境界!似乎满足了一些年
轻人的胃口! 但有些诗句本身就用错了地
方!辞不达意!要不就是/挂羊头卖狗肉,!

用诗是假!吸引观众却是真) &那年花开月正
圆$此前的名字叫&大义秦商$!言简意赅的
四个字! 把电视剧的内容和故事说得很明
白! 却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的观看欲望!就
将地方性在名字中去掉!来一个/花开月
正圆,!以这样对于诗句的生搬硬套!简直
是以让人云山雾罩来作为吸引人的地方)

有些电视剧名! 虽然有诗意! 却无文
化!甚至用错了地方!或者没有理解真正词
语和诗句的用意!适得其反)就说都市情感
剧&人间至味是清欢$!似乎电视剧名中的
/人间,/至味,和/清欢,分别代表剧中三位
主人公的名字! 可诗本身是 /有, 却改为
/至,!去凸显陈乔恩饰演的/安清欢,是众
星捧月的第一女主)改是没有问题的!但是

缺少对于文化的了解!既无寓意!也没有寄
情!甚至而让人觉得/清欢,有些像古代烟
花女子的名字一样!真是有些莫名)

而有些电视剧名 !似乎是要给人 /网
感,!要空灵!要虚幻!但事实上!网来网去
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!并无网感 !也无诗
意!更无意境) 这些引用了诗句的电视剧
多来自当下网络热门小说!而大量网络小
说偏重 /唯美 ,/空灵 ,的审美趣味 !形成
/云山雾罩,的风格!这非但直接影响了电
视剧的起名!还把人引入到了一种虚幻的
世界!让人更觉得眼花缭乱) 赵丽颖新剧
的名字起初是&明兰传$!却改成了&知否0

知否0 应是绿肥红瘦$!直接用了李清照的
词! 却并没有告诉观众这个戏要讲什么!

而是让你觉得不可想象122难道故弄玄
虚才是他们取名时的目的0

&春风十里不如你$让春风无语 !&那
年花开月正圆$花开月却无诗!&人间至味
是清欢$ 却不清欢!&香蜜沉沉烬如霜$更
无霜!只是伤' 这些充满了诗句的电视剧
名让我云山雾罩!不知句理 !更看不到诗
和远方 !看不清故事和人!看到的是片面
曲解诗词文化!更是缺乏诗意的跟风和盲
从' 如此形式来/攀附,诗句和风雅的电视
剧名!希望制片方还是再斟酌一下吧'

编辑谈书

种子猎人
郑周明

如今的全球市场对英式红茶趋之

若鹜 ! 相比中国传统茶叶它更为便

利" 混合香型也更多! 可能很少有人

知道" 为何曾经中国茶叶席卷西方"

被奉为上品" 却一下子在清末失去优

势" 直到被阿萨姆# 锡兰# 大吉岭等

茶叶产区占据了全球市场!

这关乎一个关于植物学家的故

事 " 更准确点说 " 是一位 $茶叶大

盗%! 美国作家萨拉&罗斯以研究中国

茶史著称" 在她的细心梳理下" 一场

发生于
3456

年前后 " 盗取中国茶种

的海上冒险故事浮现于世人面前!

工业革命以后" 英国一直不遗余

力派出植物学家" 在全球广泛搜集植

物种子" 运到伦敦的植物园中" 仿佛

一个万国园林博览会! 它们不仅仅是

为了提供景观上的帮助" 虽然它们的

确改善了英国乡村的植物景观" 更多

的是它们背后的经济效应'''从改善

农作物基因# 扩大农业生产力到商业

上的巨大潜力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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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以前 " 英国

上层社会特别依赖中国茶叶" 每年都

有大量中国茶叶从清政府开通的港口

城市运往英国" 清政府每年从中获利

颇丰" 然而与流失出去的鸦片消费相

比" 依然损失大量白银! 那位受雇于

伦敦植物园和东印度公司的植物学家

叫福钧" 他带着秘密任务到了中国!

这个任务起初是让他前往中国茶叶核

心产区安徽黄山和福建武夷山" 看看

销往英国的茶叶是否存在作假" 之后

发展到采购大量茶种和树苗运往印度

进行研究栽培! 而这" 被清政府视为

国家机密之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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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里 " 像福

钧这样前往中国的植物学家有很多"

但他们都没有福钧幸运! 他雇了很懂

茶叶的向导" 进入了核心产区" 买到

了需要的种子和树苗" 更重要的是"

他改良了海上运输的种子箱" 使得它

们从海上运输到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

种植园时" 依然新鲜如初! 经过植物

学家的杂交培育" 中国茶种和土生阿

萨姆茶种几代杂交选种" 全新的茶种

诞生了" 并且很快在产量上超过了当

时的中国茶叶!

如今看这段历史 " 不免令人唏

嘘! 没有福钧" 也会有另一个 $种子

猎人% 成功完成此事! 当中国人意识

到自己国家的无价之宝被窃走时" 已

经太晚了! 之后" 印度产的茶叶以更

低廉的价格销往全球" 也推动了英国

喝茶礼仪从上层社会流动到平民大

众" 历史学家甚至认为" 茶叶是英国

工业革命的助推器" 改善了当时英国

国民的健康素质'''在传染病高发的

维多利亚时代" 茶叶远比咖啡更受大

众青睐!

然而" 清政府失去了一项重要收

入" 丧钟的声音越来越近! 全球化从

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启了" 它让优势资

源不再为一国独享" 流动到其他国家"

以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方式! 今天" 茶

叶已经失去了它改变历史的能力" 淹

没在众多饮料选择之中" 但依然有许

多用心的年轻茶人在试图为它注入更

多活力" 以中国茶文化的静雅# 悦活

与当下世界倡导的生活理念合流!

经典是

怎样一种书

呢!经典是世

代流传的#滋

养了无数的

知识分子的

书! 而无数的知识分子所构建

的精神层面的认知! 连绵地参

与塑造了我们每个人成长中的

世界观#价值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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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微博

宁肯

卡夫卡的

思维迷局 $命

题%%%命题的

理由%%%颠覆

命题%%%颠覆

的理由%%%给

新理由加以限制%%%限制的理

由%%%新的命题" 我是这样定义

的$事情是这样的%%%因为种种原

因%%%然而这并不正确%%%相反

的做法看法更加正确%%%因为另

外的原因%%%然而这也不完全

对%%%因 为 还 有 另 外 的 原

因%%%这样也可以"


